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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人身、集會自由 

2013.1-12（25項） 

序號 日期 人名（團體）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

1 20130101 瓜什則‧久美/

青海知名藏人

作家 

撰寫出版關於西藏命運的著作，於今年

元旦被當地警方沒收並被拘捕監禁。 

自由亞洲電臺

(2013/01/11) 

2 20130201 唐吉田 /維權

律師 

準備參加深圳前警察王登朝二審旁

聽，遭到 10 多名公安在未出示任何法

律手續的情況下，強行帶到派出所扣押

2個多小時，期間受到無理對待。（註：

深圳前警察王登朝，因在其博客發表文

章，宣揚民主，派發一些帶有啟發性的

調查傳單，後被判刑。） 

自由亞洲電臺

(2013/02/04) 

3 20130202 伊力哈木‧土

赫提 /維吾爾

族學者 

計畫搭機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做訪

問學者，在北京機場遭扣押，被禁出

境。在扣押期間，受到不同警官的審

問，但無人告知為何被扣留。 

英國 BBC 廣

播電臺

(2013/02/03) 

4 20130212 宋巧枝 /河南

開封訪民 

在北京訪民救助站馬家樓遭截訪人員

脫光衣服羞辱後遣返家鄉，並被當地公

安以「擾亂社會秩序」為由，行政拘留

10天。 

自由亞洲電臺

(2013/02/15) 

5 20130308 楊匡 /香港社

運人士 

探訪劉霞（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

曉波之妻）住所的小區，被公安以「尋

釁滋事罪」拘留，在扣查 3天後驅逐出

境。 

信報

(2013/03/11) 

6 20130315 朱承志 /異議

人士 

因關注湖南省邵陽市民運人士李旺陽

離奇死亡案，2012 年被公安以涉嫌「煽

動顛覆國家政權罪」拘捕，2013 年 1

月邵陽市檢察院將案件退回公安局補

充偵查，公安局 2 月初再次提交檢察

院，3月 15日檢察院將案件再次退回公

安機關補充偵查。朱承志的律師劉曉原

表示，公安已將他軟禁；而負責此案的

邵陽市公安局副支隊長也表示「由於案

件未完結，朱承志現在外面的指定地點

監視居住」。 

多維新聞網

(2013/03/1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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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20130329 楊匡 /香港社

運人士 

原定由廣州出發，以北京為終點，宣傳

「自由劉霞」訊息，但在深圳福田長途

客運車站被公安拘捕，在被捕 6小時後

獲釋。 

香港蘋果日報

(2013/03/30) 

8 20130408 郭春平、孫德

勝 /廣州民主

人士 

赴廣州天河看守所前聲援劉遠東（被大

陸當局以「抽逃註冊資金」為由刑事拘

留的廣州民主人士）後，被廣州國保在

沒有出具任何證件和手續下，將兩人強

行帶至派出所，並以「涉嫌非法集會、

遊行示威」傳喚問訊，至晚上 7點釋放。 

美國之音

(2013/04/09) 

9 20130523 李維國、徐向

榮、李文生/廣

州民主人士 

申請「六四」遊行示威，深夜被警察帶

走，其中李文生下落不明。 

自由亞洲電臺

(2013/05/25) 

10 20130424 陳克貴 /山東

盲人維權人士

陳光誠的姪子 

陳克貴在山東臨沂監獄患闌尾炎（陳克

貴在 2012年 11月被大陸以「故意傷害

罪」判刑 3年 3個月），其父陳光福遞

交保外就醫申請，但獄方拒絕受理。 

多維新聞網

(2013/04/30) 

11 20130524 楊霆劍、邱華/

廣州人士 

在網路號召 6月 4日「出去找手機」活

動，晚上 10 點多被公安拘捕，處以行

政拘留 15天，關押在花都拘留所。 

美國之音網站

(2013/05/27) 

12 20130524 高瑜 /前經濟

學週報副主

編、獨立媒體

人 

在北京國際機場被限制出境，並阻攔前

往香港參加獨立中文筆會的頒獎儀式

和研討會。 

美國之音網站

(2013/05/27) 

13 20130525 賈榀、張聖

雨、岳小峰、

張皖荷 /廣州

網友 

前往花都拘留所聲援楊霆劍及邱華（於

網路號召 6月 4日「出去找手機」活動

被拘留），分別被攔截並帶到荔灣區石

圍塘派出所。賈榀被遣返回東莞，張皖

荷被送回深圳，岳小峰被遣返回原籍，

張聖雨則下落不明。 

美國之音網站

(2013/05/27) 

14 20130528 野渡 /獨立中

文筆會副秘書

長 

被當局請去「喝茶」，指「六四」將近，

要求在 15 天內不得出門，並派人把守

門外，家中網路亦被切斷。 

明報

(2013/05/29) 

15 20130531 杜斌/攝影師 於拍攝揭發勞改所酷刑紀錄片後，被北

京市公安局在沒有出示正式的逮捕通

知下拘捕，住處被國保人員封鎖，書籍

和電腦被扣押。 

新報

(2013/06/09) 

16 20130603 丁子霖/「天安 國安和國保人員看守於家中，並警告其 法國 RFI華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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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母親」發起

人 

6 月 4 日不能出門向兒子致祭（其子蔣

捷連在 1989年「六四」鎮壓中被射殺），

家中對外聯繫亦受干擾。 

網站

(2013/06/03) 

17 20130624 李任科等人 /

貴州人權研討

會成員 

在第 32 次「中」歐人權對話期間，被

公安帶離貴陽「強制旅遊」，手機訊號

也被控制。 

自由亞洲電臺

(2013/06/27) 

18 20130802 笑蜀（本名陳

敏）/北京「炎

黃春秋」雜誌

編委、北京傳

知行社會經濟

研究所研究員 

因聲援釋放許志永等 16 位新公民運動

參與者，在非法定程序，且無出示任何

法律手續下，被北京國保帶至北京機

場，並由廣州市國保押回廣東，後被拘

禁於廣州番禺小瀛洲度假村，至 8 月 4

日獲釋。 

中央通訊社

(2013/08/04) 

19 20130808 古紮 /四川省

阿壩州紅原縣

藏族男子 

被警方指控「涉嫌偷竊」遭拘捕，並遭

嚴刑拷打和審問後致死。 

英國 BBC 廣

播電臺網站

(2013/08/15) 

20 20130823 劉虎 /「新快

報」記者 

7 月 29 日劉虎在其微博舉報國家工商

總局副局長馬正其在擔任重慶萬州區

委書記期間的瀆職行為，8月 23日在重

慶市渝北區的家中被北京警方和社區

民警帶走，並搜拿其電腦及手機等。劉

虎妻子秦凌表示，警方聲稱只是傳喚而

非逮捕，但未說明傳喚的具體原因，且

未有搜查證。另劉虎的律師證明，其已

被刑事拘留。 

新加坡聯合早

報

(2013/08/25) 

21 20130913 王功權 /大陸

網路聞人、著

名富商、新公

民運動主要支

持者 

長期聲援法律學者許志永教育平權活

動，遭 20 多名北京市公安局員警到家

中搜查近兩個小時，隨後將人及其電腦

等帶走。 

中央通訊社

(2013/09/13) 

22 20131020 王功權 /大陸

網路聞人、著

名富商、新公

民運動主要支

持者 

9月 13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「聚眾擾亂

公共場所秩序罪」刑事偵查拘留。儘管

律師陳有西曾向偵查機關提交意見

書，要求對該案不予報請逮捕，但仍被

警方趕在 10月 20 日刑拘最後期限前，

報請檢查院批准逮捕。（媒體引述律師

說法，王功權表示自己沒有犯罪目的、

沒有任何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行

為，更沒有造成相應的犯罪後果） 

旺報

(2013/10/2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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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20131116 張少傑 /河南

省南樂縣基督

教會牧師 

在與大陸地方政府部門人員交談時，遭

十幾名警察在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續下

強行將其帶走。此後南樂縣的基督教信

徒至當地公安局要求放人，但遭拒絕。

知情人士透露，張少傑是因為屢次幫當

地居民維權，因而遭到拘押。 

新報

(2013/11/19) 

24 20131124 徐大麗 /計劃

生育受害者 

在山東臨沂維權人士盧秋梅家中談論

計劃向大陸總書記習近平反映民眾疾

苦和地方腐敗分子惡行一事，遭臨沂市

河東區九曲街道辦副主任王春雷帶領

街道辦人員，在沒穿制服及出示任何證

件的情況下，將其強行帶走。 

美國之音網站

(2013/11/25) 

25 20131214 浙江民主黨成

員 

在杭州的吳山廣場聚會，遭國保人員要

求搜查物品，並指控現場人士觸犯「非

法集會」，隨後帶領 20 多名警察將現

場人員驅散，並帶走一名對著國保拍照

的成員金基民。 

自由亞洲電臺

(2013/12/15) 

 


